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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属于除草喷灌技术领域，尤其是一种

园林除草用的角度可调节的喷灌设备，除草药箱

和第一水泵设置在喷灌箱体内；第一水泵进水端

设置第一吸水管与除草药箱相连，第一水泵出水

端设置有第一出水管与三通阀进口相连；灌溉水

箱和第二水泵均设置在隔板上；第二水泵进水端

设置第二吸水管与灌溉水箱相连，其出水端设置

第二出水管与三通阀进口相连；三通阀出口设置

有伸缩软管与喷灌总管进水口相连；喷灌总管出

水口连接有分流管，分流管上设置有多个喷头；

连接管套设置在喷灌总管上，连接管套上设置有

连接轴；连接支架设置在喷灌箱体上，连接支架

上设置有电机。本发明可以对喷灌设备前方不同

角度进行喷洒，杂草清除更全面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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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园林除草用的角度可调节的喷灌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底板(1)、推动把手

(3)、喷灌箱体(4)、除草药箱(6)、第一水泵(8)、灌溉水箱(10)、第二水泵(12)、三通阀(14)、

连接支架(16)、连接管套(17)、喷灌总管(20)和蓄电池(23)；

底板(1)底部四角均设置有脚轮(2)；推动把手(3)和喷灌箱体(4)均设置在底板(1)上，

推动把手(3)设置在喷灌箱体(4)右侧；灌溉箱体(4)内水平设置有隔板(5)；除草药箱(6)和

第一水泵(8)设置在喷灌箱体(4)内且位于隔板(5)下方；第一水泵(8)进水端设置第一吸水

管(7)与除草药箱(6)相连，第一水泵(8)出水端设置有第一出水管(9)与三通阀(14)进口相

连；灌溉水箱(10)和第二水泵(12)均设置在隔板(5)上；第二水泵(12)进水端设置第二吸水

管(11)与灌溉水箱(10)相连，其出水端设置第二出水管(13)与三通阀(14)进口相连；三通

阀(14)出口设置有伸缩软管(15)与喷灌总管(20)进水口相连；喷灌总管(20)出水口连接有

分流管(21)，分流管(21)上设置有多个喷头(22)；连接管套(17)设置在喷灌总管(20)上，连

接管套(17)上设置有连接轴(18)转动连接在连接支架(16)上；连接支架(16)设置在喷灌箱

体(4)上，连接支架(16)上设置有用于驱动连接轴(18)转动的电机(19)；蓄电池(23)设置在

喷灌箱体(4)内，蓄电池(23)通过到导线分别与第一水泵(8)、第二水泵(12)和电机(19)电

性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园林除草用的角度可调节的喷灌设备，其特征在于，脚轮

(2)为带轮刹的万向轮。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园林除草用的角度可调节的喷灌设备，其特征在于，推动

把手(3)上设置有护手软垫(31)。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园林除草用的角度可调节的喷灌设备，其特征在于，喷灌

箱体(4)靠近推动把手(3)的一端设置有连接套(28)；连接套(28)上螺纹连接有锁紧螺栓

(29)；连接套(28)内滑动设置有防护挡板(27)，防护挡板(27)为透明塑料板。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园林除草用的角度可调节的喷灌设备，其特征在于，喷灌

箱体(4)上设置有用于存放园林管理工具的储物盒(24)。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园林除草用的角度可调节的喷灌设备，其特征在于，喷灌

箱体(4)上端设置有太阳能光伏板(25)，太阳能光伏板(25)通过导线与蓄电池(23)电性连

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园林除草用的角度可调节的喷灌设备，其特征在于，除草

药箱(6)上下部分别设置有加液管(61)和排液管(62)；加液管(61)和排液管(62)上均设置

有开关水阀(30)。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园林除草用的角度可调节的喷灌设备，其特征在于，灌溉

水箱(10)上下部分别设置有进水管(101)和排水管(102)；进水管(101)和排水管(102)上均

设置有开关水阀(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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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园林除草用的角度可调节的喷灌设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除草喷灌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园林除草用的角度可调节的喷灌设

备。

背景技术

[0002] 在一定的地域运用工程技术和艺术手段，通过改造地形(或进一步筑山、叠石、理

水)、种植树木花草、营造建筑和布置园路等途径创作而成的美的自然环境和游憩境域，就

称为园林。在中国传统建筑中独树一帜，有重大成就的是古典园林建筑。传统中国文化中的

一种艺术形式，受到传统“礼乐”文化影响很深。通过地形、山水、建筑群、花木等作为载体衬

托出人类主体的精神文化。

[0003] 在园林中需要定期使用除草装置对杂草进行清除，通常使用除草机或者喷洒除草

药液，除草机不仅噪声大而且无法对杂草进行彻底清除，在使用喷洒除草药液进行除草时，

通过为工作人员手动喷洒，不仅效率低下而且工作量大。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园林除草用的角度可调节的喷灌设备，可以对喷灌设备前方不

同角度进行喷洒，杂草清除更全面高效。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了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园林除草用的角度可调节的喷灌设备，包括底板、推动把手、喷灌箱体、除草

药箱、第一水泵、灌溉水箱、第二水泵、三通阀、连接支架、连接管套、喷灌总管和蓄电池；

[0007] 底板底部四角均设置有脚轮；推动把手和喷灌箱体均设置在底板上，推动把手设

置在喷灌箱体右侧；灌溉箱体内水平设置有隔板；除草药箱和第一水泵设置在喷灌箱体内

且位于隔板下方；第一水泵进水端设置第一吸水管与除草药箱相连，第一水泵出水端设置

有第一出水管与三通阀进口相连；灌溉水箱和第二水泵均设置在隔板上；第二水泵进水端

设置第二吸水管与灌溉水箱相连，其出水端设置第二出水管与三通阀进口相连；三通阀出

口设置有伸缩软管与喷灌总管进水口相连；喷灌总管出水口连接有分流管，分流管上设置

有多个喷头；连接管套设置在喷灌总管上，连接管套上设置有连接轴转动连接在连接支架

上；连接支架设置在喷灌箱体上，连接支架上设置有用于驱动连接轴转动的电机；蓄电池设

置在喷灌箱体内，蓄电池通过到导线分别与第一水泵、第二水泵和电机电性连接。

[0008] 优选的，脚轮为带轮刹的万向轮。

[0009] 优选的，推动把手上设置有护手软垫。

[0010] 优选的，喷灌箱体靠近推动把手的一端设置有连接套；连接套上螺纹连接有锁紧

螺栓；连接套内滑动设置有防护挡板，防护挡板为透明塑料板。

[0011] 优选的，喷灌箱体上设置有用于存放园林管理工具的储物盒。

[0012] 优选的，喷灌箱体上端设置有太阳能光伏板，太阳能光伏板通过导线与蓄电池电

性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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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优选的，除草药箱上下部分别设置有加液管和排液管；加液管和排液管上均设置

有开关水阀。

[0014] 优选的，灌溉水箱上下部分别设置有进水管和排水管；进水管和排水管上均设置

有开关水阀。

[001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6] 1、本发明中，通过设置脚轮方便对喷灌设备进行移动，使喷灌更方便快捷。

[0017] 2、本发明中，通过设置角度可调的喷头进行除草药液的喷洒，实现对喷灌设备前

方不同角度的喷洒，杂草清除更全面高效。

[0018] 3、本发明中，通过设置灌溉水箱，在进行除草喷灌的同时对需要浇水的植物进行

浇灌，有效确保植物健康生长。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园林除草用的角度可调节的喷灌设备的内部结构示意

图；

[0020] 图2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园林除草用的角度可调节的喷灌设备的侧视图。

[0021] 图3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园林除草用的角度可调节的喷灌设备中连接支架的结构

示意图。

[0022] 图4为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园林除草用的角度可调节的喷灌设备中分流管的俯视

图。

[0023] 图5为图1中A处的放大结构示意图。

[0024] 图中：1、底板；2、脚轮；3、推动把手；4、喷灌箱体；5、隔板；6、除草药箱；61、加液管；

62、排液管；7、第一吸水管；8、第一水泵；9、第一出水管；10、灌溉水箱；101、进水管；102、排

水管；11、第二吸水管；12、第二水泵；13、第二出水管；14、三通阀；15、伸缩软管；16、连接支

架；17、连接管套；18、连接轴；19、电机；20、喷灌总管；21、分流管；22、喷头；23、蓄电池；24、

储物盒；25、太阳能光伏板；27、防护挡板；28、连接套；29、锁紧螺栓；30、开关水阀；31、护手

软垫。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

[0026] 参照图1-5，一种园林除草用的角度可调节的喷灌设备，包括底板1、推动把手3、喷

灌箱体4、除草药箱6、第一水泵8、灌溉水箱10、第二水泵12、三通阀14、连接支架16、连接管

套17、喷灌总管20和蓄电池23；

[0027] 底板1底部四角均设置有脚轮2；推动把手3和喷灌箱体4均设置在底板1上，推动把

手3设置在喷灌箱体4右侧；灌溉箱体4内水平设置有隔板5；除草药箱6和第一水泵8设置在

喷灌箱体4内且位于隔板5下方；第一水泵8进水端设置第一吸水管7与除草药箱6相连，第一

水泵8出水端设置有第一出水管9与三通阀14进口相连；灌溉水箱10和第二水泵12均设置在

隔板5上；第二水泵12进水端设置第二吸水管11与灌溉水箱10相连，其出水端设置第二出水

管13与三通阀14进口相连；三通阀14出口设置有伸缩软管15与喷灌总管20进水口相连；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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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总管20出水口连接有分流管21，分流管21上设置有多个喷头22；连接管套17设置在喷灌

总管20上，连接管套17上设置有连接轴18转动连接在连接支架16上；连接支架16设置在喷

灌箱体4上，连接支架16上设置有用于驱动连接轴18转动的电机19；蓄电池23设置在喷灌箱

体4内，蓄电池23通过到导线分别与第一水泵8、第二水泵12和电机19电性连接。

[0028] 本发明中，分别向除草药箱6和灌溉水箱10内添加除草药液和灌溉用水，通过脚轮

2将喷灌设备推送到园区需要除草的地方，第一水泵8工作将除草药箱6内除草药液吸出，经

过喷灌总管20从喷头22处喷出对园区杂草进行除草药液的喷洒，在喷洒除草药液时，电机

19工作带动连接管套17进行往复转动，实现对喷灌设备前方不同角度的喷洒，杂草清除更

全面彻底；在进行杂草清除过程中，园区一些植物需要进行浇灌，此时第一水泵8停止工作，

第二水泵12工作将灌溉水箱10内灌溉用水吸出，经过喷灌总管20从喷头22处喷出对园区植

物进行喷洒浇水，有利于植物生长。

[0029] 在一个可选的实施例中，脚轮2为带轮刹的万向轮。

[0030] 需要说明的是，通过脚轮2将喷灌设备进行移动，方便对园林各处进行除草喷灌，

万向轮的设置使喷灌设备移动转向更为方便，方便工作人员对园区进行喷灌，同时脚轮2带

有轮刹，使设备在不使用时或者静止状态下保持更好的稳定性。

[0031] 在一个可选的实施例中，推动把手3上设置有护手软垫31。

[0032] 需要说明的是，通过推动把手3对喷灌设备进行移动，方便对园区各个地方进行除

草浇灌，在长期推动过程中，如果不对手部进行防护很容易导致手部磨伤起泡，护手软垫31

的设置有效对工作人员手部起到防护的效果。

[0033] 在一个可选的实施例中，喷灌箱体4靠近推动把手3的一端设置有连接套28；连接

套28上螺纹连接有锁紧螺栓29；连接套28内滑动设置有防护挡板27，防护挡板27为透明塑

料板。

[0034] 需要说明的是，在进行除草喷灌时，喷洒的除草药剂对人体造成伤害，将防护挡板

27向上升起，并通过锁紧螺栓29对防护挡板27进行锁紧固定，确保在对园区进行除草喷灌

时，喷洒的除草药剂不会飘落到工作人员身上，同时防护挡板27为透明塑料板，确保不会影

响到工作人员前方视野。

[0035] 在一个可选的实施例中，喷灌箱体4上设置有用于存放园林管理工具的储物盒24。

[0036] 需要说明的是，在对园区进行除草喷灌时，园区植物需要进行修剪或其他工序，通

过储物盒24内存放的工具进行操作，方便快捷。

[0037] 在一个可选的实施例中，喷灌箱体4上端设置有太阳能光伏板25，太阳能光伏板25

通过导线与蓄电池23电性连接。

[0038] 需要说明的是，在进行除草浇灌的时候通常会选择在晴天进行，通过太阳能光伏

板25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存储在蓄电池23内，有效对喷灌设备中用电单元进行供电，节约

能源。

[0039] 在一个可选的实施例中，除草药箱6上下部分别设置有加液管61和排液管62；加液

管61和排液管62上均设置有开关水阀30。

[0040] 需要说明的是，除草药箱6内存放有除草药液，通过喷灌设备的喷洒对园区进行除

草，通过加液管61向除草药箱6内添加药液，在一次除草完成后所剩余的药液需要及时处

理，通过排液管62将剩余的药液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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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在一个可选的实施例中，灌溉水箱10上下部分别设置有进水管101和排水管102；

进水管101和排水管102上均设置有开关水阀30。

[0042] 需要说明的是，灌溉水箱10内用于存放对园区植物进行灌溉的水，通过进水管101

对灌溉水箱10进行添加灌溉用水，灌溉完成后剩余的水通过排水管102排出水箱。

[0043]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及其

发明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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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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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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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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